
 

【秋季商務艙奧地利自駕 10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1：台北 / 維也納 

2：維也納 (上午抵達取車自駕 / 下午市區觀光) 

3：維也納上午取車自駕 95KMS---Melk 瓦河豪谷—200KMS—聖沃夫岡 

4：聖沃夫岡湖---50KM---薩爾姿堡 (上午遊湖 / 下午市區觀光) 

5：建議 A 行程：薩爾姿堡 (國王湖之旅 及約拿峰 / 冬季上湖不開放) 

                 建議 B 行程：薩爾姿堡(海爾布倫宮 + 哈萊茵鹽礦之旅) 

6：薩爾姿堡---80KMS---哈斯達特 

                 (上午自駕 / 下午觀光天空步道及覽車之旅) 

7：哈斯達特---180KMS---格拉茨---60KMS---Bad Blumau(溫泉旅館) 

8：Bad Blumau---150KMS---維也納 

9：維也納機場還車 / 台北 

10：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156,600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4 項 
1：華航商務艙來回票含稅 

2：表列旅館 7 晚 (2 人 1 室 / 含早餐) 

3：500 萬 + 10 萬意外醫療 

4：操作手冊 + 相關資料手冊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0 天) 
 

第一天 台北 / 維也納 

期盼已久的奧地利捷克德國旅程今天要出發囉，今日晚上前

往桃園國際機場搭機飛往嚮往已久的歐洲，夜宿於機上，請

您養足精神，明日開始精彩的奧地利之旅。 

 

 

 

 

第二天 維也納 (上午抵達取車自駕 / 下午市區觀光) 

班機於今日上午抵達維也納，機場取車隨後市區觀

光：環城大道 Ring、位於維也納知名的自然及歷史

博物館之間的瑪麗亞特蕾莎廣場及霍夫堡宮英雄

廣場等名勝，霍夫堡皇宮前及維也納地標之一的聖

史蒂芬大教堂附近的名店街，享受休閒的自由活動

及購物時間，或教堂邊的超市購買價廉物美的知名

巧克力，當然您也可以前往沙河酒店 Hotel Sacher

享用知名的沙河蛋糕及維也納咖啡。因長途飛行及

時差，今日建議您早點回旅館休息，恢復體力。 

 

第三天 維也納 95KMS---Melk 瓦河豪谷—200KMS—聖沃夫岡 

今日上午開車前往瓦豪河谷(Wachau) 2000 年被列入

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保留了復古的中世紀風貌，擁

有眾多的歷史古城和修道院---奧地利瓦豪河谷是多瑙

河谷最為幽美深邃的一段，從梅爾克到克雷姆斯這段

30 公里的多瑙河流域充滿了神奇的色彩，幽幽的古堡

遺跡和沿岸古老靜謐的小鎮和村莊，迷人耀眼得讓人

睜不開眼睛。從維也納出發，欣賞沿途旖旎秀麗的景

緻，抵達瓦豪後，你一定會被這裡依山傍水的天然環

境迷住，而且這裡還完整地保留了從史前時期演化至

今的歷史痕跡，至今依舊保留了復古的中世紀風貌。同時，瓦豪地區還是奧地利主要葡萄酒

產區，多瑙河畔酒館、酒窖林立，一片片葡萄園連綿起伏。遊玩盡興之後再乘船沿多瑙河從

斯皮茨航行前往梅爾克，參觀那座享譽世界的梅爾克修道院，俯瞰多瑙河美景，或者在這座

歷史悠久的小鎮閒逛，感受一片祥和的氛圍。隨後開車前往聖沃夫岡湖區。 

 

梅爾克修道院 MELK ABBEY / STIFT MELK 

票價:  without a guided tour € 11,00 

with a guided tour € 13,00 

來到小鎮梅爾克，很容易就會看到這座黃白相間、色彩豔

麗的中世紀建築，這座梅爾克修道院是奧地利最具規模的

巴羅克式建築。幽幽多瑙河畔，最美的一段流域當然要數

奧地利的瓦豪河谷，修道院位於梅爾克鎮的山岩上，成立

於 1089 年，位於奧地利下奧地利州梅爾克鎮的山岩上。



 

曾是巴伐利亞貴族的要塞，後由統治者巴本堡家族在此廣招修道士並將這座建築贈與了修道

士，成了修道院。其俯瞰多瑙河，毗鄰優美的瓦豪河谷。宮殿氣勢非凡的巴羅克式建築群，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的話根本猜不到這居然是座修道院。據說梅爾克修道院世界上最美的修道

院，果然百聞不如今日一見。歷史上，這座修道院曾經是奧地利第一個有確切歷史記載的統

治者利奧波德一世的城堡，所以才如此的金碧輝煌。修道院的主教庭院非常大，四周環繞著

都瑰麗的巴羅克建築，中間還有一個看起來年代非常古老的噴水池，從主教庭院還可以看到

修道院教堂的墨綠色巴羅克拱頂。 

 

瓦河豪谷多瑙河遊船 

3 月下旬至 11 月初，驕傲的紅白 DDSG 艦隊您可以乘坐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的 Wachau 地區輕鬆

遊覽遺產，每個方向每天最多 3 次。在瓦豪地區巡航永遠

是一種特殊的體驗 - 無論是在春天的時候還是杏子其他

的樹木盛開，夏天，你可以欣賞到蔚藍的天空，或者在秋

天，你可以看到午後的陽光沐浴在葡萄園裡紅色和金色。

DDSG 提供了許多體驗的選擇 Krems，Dürnstein，

Spitz，Emmersdorf 和 Melk 之間的水域。 

 

白馬酒店 Romantik Hotel Im Weissen Roessl 

今晚您將入住聖沃爾夫岡湖最為著名、最具歷史及名氣

的旅館「白馬酒店」，因為拉爾夫·貝納茨基的輕歌劇《沃

爾夫岡的白馬酒店》而成名的，這歌劇曾經在世界各地

演出。這棟超過 500 年歷史的四星級旅館白馬飯店，是

幾百年來的祖傳老店，經營至今不曾易主，而躍

起的白馬造型儼然已成為聖沃夫岡的紀念品代

言，是聖沃夫岡另一大地標 

 

第四天 聖沃夫岡湖---50KM---薩爾茲堡 (上午遊湖 / 下午市區觀光) 

奧地利湖區位於薩爾茲堡西南方，大大小小的湖各有

特色，其中最有名的是聖沃爾夫岡湖(St.Wolfgangsee)

與哈修達特湖(Hallstattersee)，兩湖各有風情，前者

是熱鬧開闊的渡假勝地，後者則像不食人間煙火的仙

境。沃夫岡湖（Wolfgangsee），整個湖由 12 個大小

湖泊串連，宛若一串美麗珍珠，溫潤又奪目，她也是

鹽礦區最溫暖的地帶。湖面會隨著季節不同呈現藍或

綠，周圍被茂密的林帶、綠地和陡峭的高山群環抱。

於 1997 年列入聯合國世界自然遺產。您可以搭乘

1893 年開通的登山小火車(冬季不開放喔!)登上小鎮後方的夏夫堡山，在這裡一覽聖沃夫岡小

鎮和湖泊美景，山頂也是電影《音樂之聲》的外景地之一。 

聖沃爾夫岡湖 St. Wolfgangsee(遊湖資訊請參見時刻表與價目表) 

聖沃夫岡湖 Wolfgangsee 是薩爾茨卡默古特地區 Salzkammergut 五大湖

之一，聖沃爾夫岡位於聖沃夫岡湖畔，與聖吉爾根一東一西坐擁了整個沃爾

夫岡湖，於 1997 年被列入聯合國世界自然遺產。湖長十公里，寬一公里，

面積雖不大，但地質經冰河時期的切割，最深處可達 114 公尺看沃爾夫岡

湖最好的角度是在聖沃爾夫岡小鎮對岸看湖光山色，小鎮教堂。湖水清澈見



 

底，周圍山峰環繞，如詩如畫，還有很多天鵝會在湖畔邊等待餵食。此地也一直是前德國總

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Josef Michael Kohl)度假的地方。 

聖沃夫岡教堂 Pfarrkirche St. Wolfgang  

貓途鷹排名第二的聖沃夫岡觀光就屬聖沃夫岡教堂，自古以來聖沃

夫岡就是一個著名的朝聖地，據說聖人沃夫岡（Wolfgang）得到神

諭，在此蓋了聖沃夫岡教堂（Pfarrkirche St. Wolfgang），這座教

堂後來變成有名的朝聖教堂，吸引許多歐洲人前來造訪，是聖沃夫

岡的一大地標。 

 

 

第五天   

建議 A 行程：薩爾姿堡 (國王湖之旅及耶拿峰 / 冬季上湖不開放) 

建議 B 行程：薩爾姿堡 (海爾布倫宮 + 哈萊茵鹽礦之旅) 

建議行程 A: 

今日展開國王湖之旅。國王湖，位於德國巴伐利亞州的東

南端，比鄰德國和奧地利的邊境小鎮貝希特斯加登，在奧

地利城市薩爾茲堡以南的德國阿爾卑斯山區內。國王湖的

湖水呈現翡翠綠色，清澈見底，是著名的旅遊勝地。聖巴

爾多祿茂禮拜堂是國王湖的標誌，因紅色圓穹頂像洋蔥的

特別造型而出名，始建於 12 世紀，16 世紀開始發展成為

巴洛克風格。 

耶拿峰纜車(Jennerbahn)  

耶拿峰海拔 1874 米。搭乘纜車途中您可收穫各種各樣充滿

樂趣的美妙徒步旅行和旅行體驗。坐在兩座車廂裡舒適地上

升到高處後進入擁有美麗自然風光的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 國家公園。從山腳坐纜車，出纜車站後沿

小島步行登頂到 1874 米的耶拿峰，有觀景台，可俯瞰國王

湖景色或眺望從 2000 米高處陡峻下降的瓦茨曼

(Watzmann) 東壁和國王湖，領略獨一無二的美景。 

 

建議行程 B: 

海爾布倫宮 Schloss Hellbrunn 門票:12.50€ 

海爾布倫宮坐落於薩爾茨堡的西郊，是瑪律庫斯·西提庫

斯主教在 1612-1615 年間建造的夏宮，豪華的大廳，

迷人的花園和獨一無二的噴泉使海爾布倫宮在一開始

便成為慶典，慶祝，演出和文藝活動的場所。這裡曾因

動物園和噴泉聞名，後來動物園的動物皆被放養，而海

爾布倫宮內充滿童趣和想像力的噴泉至今仍吸引著無

數人前來。海爾布倫宮因而也被稱為亮泉宮，如今這裡

成了吸引人的會議，學術，交流和社會活動場所，也是當地人喜歡散步、避暑、孩子們最喜

歡來戲水的地方。 

 

 

 

 



 

哈萊茵鹽礦 Hallein Salt Mines 門票:21€ 

薩爾茲堡 Salzburg 中的“salz" 就是「鹽」的意思，所

以這座城市在以莫札特聞名以前，其實是以開採岩鹽起家。 

開放參觀的鹽礦有很多個，離薩爾茲堡最近的 Hallein 鹽

礦，據說是最古老也最大的一個。在 2500 年前，礦工們

就已經開始在把寶藏珠寶和鑽石輸送至此，因而此地稱為

“白金”。大約 450 年來，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已經進入

了杜倫貝格深處的哈萊因鹽礦。這使得哈萊因鹽礦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向公眾開放隧道的礦

山。 

 

第六天 薩爾姿堡---80KMS---哈斯達特(上午自駕 / 下午觀光天空步道及纜車之旅) 

今日上午開車前往美麗的哈斯達特湖區。隨後您可悠閒於

這迷人小鎮---哈斯達特，此小鎮在西元 1997 年被列為世

界遺產，它位於薩爾茲康門古特區，此區境內共有七十六

座湖泊，大多為冰蝕湖，其第四大湖就是最美麗的哈斯達

特湖區，此區是奧地利經典的遊覽勝地也是奧地利歷代皇

室特別鐘愛的渡假勝地，又稱為「薩爾茲康門古特上的珍

珠」。 

上特勞恩 Obertraun 

上特勞恩海拔 514 米，僅僅 700 人口，是位於哈爾施塔特湖南端

的景點，有一班纜車可以上達頂石山(dachstein)的纜車中間站，

遊客可以前往名聞遐邇的萬年冰洞(dachsteinrieseneishoehle)

有頗為出色的圓拱屋頂和長廊從外面通往山腹內；五指山觀景台讓

您可以俯瞰這座人間仙境。 

 

第七天 哈斯達特---180KMS---格拉茨---60KMS---Bad 

Blumau(溫泉旅館) 

今日上午開車前往格拉茲。格拉茨( Graz )位於奧地利施泰爾馬克州( Steiermark )境內，也是

該州首府，是奧地利境內僅次於維也納的第二大城。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和 2003 年歐洲文化

之都的格拉茨以其南部得天獨厚的資源和宜人的氣候而成為一個理想的休閒城市。 

城堡山 (德文:Schlossberg) 

在格拉茨老城一片紅瓦頂上，是一座鶴立雞群的城堡山。乘

坐三分鐘纜車便可以來到海拔四百七十三米的山峰。山峰上

是一座高達二十七米的鐘樓。格拉茨市的這一明顯標誌建造

於一七一二年。城堡山現在是一座公園，在這裡可俯瞰全市

的景色。山上有一些娛樂設施，咖啡廳和餐廳，由格拉茨市

政府的企業運營。 

格拉茨城堡 Schlosberg 

城堡山主要景點有大鐘塔、碉堡遺址、城堡山博

物館、卡森瑪特舞臺、炮臺、斯達巴斯特監獄等。

塔樓始建於 13 世紀，前身是一座守望塔，1588

年進行重建，至今都為當地的人民準確報時。城

堡山高 437 米，乘纜車或步行都可以上去。從

老城區拔地而起的城堡山及矗立其上的大鐘已

經成了格拉茨的象徵，登城堡山眺望老城區風光



 

是到格拉茨遊覽的必須項目。秋天夕陽的餘暉給城堡山更是增添了一份美麗。 

登山遊覽主要有三種方式：想輕鬆一點可以選擇搭 2 分鐘直達山頂的索道電纜車，更快的是

搭乘透明電梯，半分鐘直達山上。最後，還可以沿著山壁打造的石梯——克裡斯小道，走完

260 階上山。建議搭索道或電梯上山，再走石階下來。下山同樣有三種選擇：乘電梯下山；

從克裡斯小道步行至山腰平臺；或者選擇一條浪漫幽靜的山間小路去往卡梅黎特廣場，然後

向斯博特街方向前進，直到海仁街出口。 

 

穆爾島（德文:Murinsel）是一座坐落在穆爾河上的人工島，

是為慶祝格拉茨 2003 文化之都建立而成，由美國紐約設計

師維托·阿肯錫設計，主結構以粗細的銀色鋼管和玻璃交織

成網狀，兩邊各有橋樑串聯河岸。穆爾河橫穿市區，將城市

分割成兩部分，河水流向西南，最後注入地中海。從河岸俯

瞰，整個螺旋狀小島就像一個巨大的銀色貝殼，被認為是藝

術與建築、夢幻與現實融為一體的經典之作。島內有室外半

圓型劇院（露天表演場）、兒童娛樂場所與咖啡館，咖啡館以銀、藍色系搭配不規則狀的金

屬桌椅，相當前衛，是當地人的時髦去處。 

 

格拉茨州政廳(德文:Grazer Landhaus)位於奧地利格拉茨

市中心的紳士街，主要部分建於 1557 年至 1565 年，是該

市的第一座文藝復興建築，由建築師 Domenico dell’

Allio 設計。這是歐洲中部最重要的文藝復興建築之一。特

點是華麗的拱形窗戶，通風的柱廊和三層樓的庭院。 

 

 

 

隨後開車前往奧地利的療養勝地，每年都會有很多人慕名而

來，奧地利最著名的由百水（Hundertwasser）設計的溫泉

療養區 Bad Blumau。今晚入住 FALKENSTEINER THERME 

& GOLF HOTEL BAD WALTERSDORF，坐落在施第里爾

（Styria）溫泉區安靜地帶，設有免費 Acquapura Spa 康體

和泳池區（面積為 2500 平方米），提供天然溫泉。 

 

 

第八天   Bad Blumau---150KMS---維也納 

今日早上開車前往維也納，建議參觀奧匈帝國全盛時代遺留

下來的皇宮『熊布朗宮』，及其美不勝收的御花園，這座雄

偉的哈布斯堡的夏宮，主要是為了與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的

凡爾賽宮互別苗頭，皇宮內總數有 1441 個房間，最值得參

觀的就是法國悲情皇后瑪麗安東尼，出嫁前渡過少女時期的

房間，以及音樂神童莫札特，6 歲時為當時的女皇瑪麗亞特

蕾莎獻藝的『鏡廳』。 

 

 

 

 



 

白水公寓(漢德瓦薩之家)Hundertwasserhaus 

下午您可前往白水公寓參觀，白水公寓又稱漢德瓦薩之家

（德語：Hundertwasserhaus）是奧地利藝術家佛登斯列·

漢德瓦薩在維也納建設的一處公共住宅。漢德瓦薩在 1972

年出演一次電視節目時曾稱自己的夢想是建一座和植物一

起生存的家。1977 年，時任維也納市長對漢德瓦薩發出邀

請，請求他建設一座人類和自然共生的公共住宅。這座建

築中 1983 年開工，1986 年完工。現在這座住宅是維也納的著名景點。 

中央咖啡館 Café Central Wein 

咖啡館在維也納的地位如同在義大利一樣重要，在 17 世紀

以來，維也納咖啡館是知識份子政治交流、小道消息或聊八

卦的地方，到了 18 世紀多達 80 幾家，甚至各行各業都有

自己行業專屬咖啡館，上咖啡館已經成了每日必做的事情之

一了！中央咖啡館被選為世界十大最美麗的咖啡館之一，舉

世聞名的音樂家貝多芬都曾是這間咖啡館的座上嘉賓，可以

點一杯維也納經典咖啡–米朗琪，配上一塊蛋糕，相當愜意。 

 

 

第十天   台北 

班機於今日抵達台北，結束此次愉快的奧地利之旅。趕緊回到溫

暖的小窩休息吧。很榮幸為您此趟歐洲之旅盡份心力。 

 


